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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查斑马线前不礼让行为

45 家富阳企业出征广交会

富阳新增 12 处
“电子警察”
记者 方梁 通讯员 谢罗斌

司机朋友注意啦！富阳范围内将增设 12 处自动抓拍机动车不
礼让斑马线的
“电子警察”。
记者从富阳交警大队了解到，继 2016 年以来先后在城区、鹿山
启用机动车斑马线不礼让行人抓拍后，今年又将在城区、新登、春江
等处增设 12 处电子警察设备，对斑马线不礼让行人的机动车进行抓
拍。目前，这 12 处电子警察设备已经开始试运行，预计下月初正式
启用。

本报讯（记者 方宗晓 通讯员 徐英）下周，
第 124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开幕。
本届广交会富阳共有 45 家企业参展，拥有展位
78 个，其中品牌展位 3 个，参展企业和展位数量
相比上届都略有增加。
本届广交会富阳参展商品延续往届的传统
优势品牌及地方特色产业，三期共涵盖了大型
机械设备、建筑材料、五金用品、户外休闲、体育
用品、玩具、家具、家居装饰品、纺织服装、鞋等
商品类别。
第 124 届广交会将于 10 月 15 日正式开幕，
此次展会富阳品牌摊位数量的提升体现了近年
来富阳外贸企业加快转型提升、提高产品质量、
推进品牌建设的显著成效。
届时，区商务局将组织相关人员赴广交会
现场指导，进一步了解供求信息、经营成本、行
业出口预期等情况，全力组织企业抢抓机遇、求
新求变，用实力在中国外贸第一平台上展现富
阳外贸企业的风采，并借助广交会的平台优势，
结识客户、开拓市场、抢抓订单，促进富阳外贸
蓬勃发展。

漫画 王怀申

上海交大附属儿童医院远程会诊

200 元记 3 分的处罚。”

增设12处电子警察抓拍点

预计 11 月初正式启用

为了能更好地培养车让人的文明
驾驶习惯，富阳交警大队决定扩大斑
马线前不礼让行人行为的抓拍范围，
共增设 12 处电子警察设备，分别位于
大桥南路建设村菜场路口、桂花路中
医院、富春街实验小学、龙浦街幸福路
口、富春街大寺弄口、江滨西大道苋浦
南路口、江滨西大道秦望广场、北渠路
二中、横凉亭路妇保门口、春秋南路二
幼、新登中学门口、公望街大自然农产
品市场。
对于交警部门而言，机动车礼让斑
马线一直是其重点执法内容之一。
《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机动
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
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
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
时，遇行人横过道路，应当避让。如果
机动车未礼让的，将给予罚款 100 元记
3 分的处罚；发生事故的，则将给予罚款

交警大队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
增设的 12 处电子警察设备目前已经进
入试运行阶段，对设备进行最后的调
试、检测，预计 11 月初开始正式启用。
需要提醒的是，交警部门虽然不会对
试运行期间抓拍到的斑马线不礼让行
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但抓拍数据
还是会被保存下来，因此提醒广大机
动车驾驶员引起重视，按照交规进行
礼让。
去年，本报就将斑马线礼让行人
作为重点关注的题材，花了一年时间
予以跟踪策划报道，还与区委宣传部、
区文明办、区直机关工委、区机关事务
管理局、公安富阳分局、团区委、区教
育局、区交通运输局、区交通集团、区
治堵办、区运管处等部门（单位）一起
联合推动和倡议，呼吁广大市民共同

儿科专家来到家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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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际行动维护富阳道路交通安全，
做到文明出行、礼让斑马线。对此，公
交车、出租车、公务用车、公职人员私

家车等 4 类车率先践行，相关部门还在
城区推出了两纵两横礼让斑马线活动
示范街。

富阳小伙夏志伟获得雅加达亚残会亚军
他说，
要朝着 2022 年杭州亚残会金牌目标再出发

本报讯（记者 许媛娇 通讯员 郭君
锡）北京时间昨晚 8 时，从雅加达亚残
会传来消息，富阳小伙夏志伟拿到了亚
残会男子 F41 级铅球比赛的亚军，投出
了 11 米 57 的成绩。他也是唯一一位出
征本届亚残会的富阳人。
记者联系上在亚残会现场等候颁
奖的夏志伟。
“ 我今年的水平一直在 12
米左右，这次比赛没有投出来，没有发
挥出自己应该有的水平，比较遗憾。”夏
志伟对自己要求很高，他说，在国际赛
场上，自己最在乎的并不是名次，而是
发挥出来的成绩，只要能充分展示出自
己的水平就好。
“比赛压力真的很大，每个人都希
望获得最好成绩，我在亚残会上得到过
冠军，今年我也是冲着这个目标去的。”
他说，这场比赛的失落是难免的，在赛
前经历了长达 70 多天的封闭式训练，
他在年初刚换了资历更深的教练，但在
训练中磨合得还不够好。2022 年就是
杭州亚残会了，他特别希望自己能在杭
州表现出最佳水平，当然，他也将朝着

杭州亚残会金牌的目标努力再出发。
亚残会结束后，夏志伟将准备明年
的天津全运会和世锦赛，他说不知道能
不能拿到参赛资格，但一定会朝着目标
继续努力，积极为每一次赛事做充分准
备。
“我还想努力试试，走向更高的领奖
台。前一届奥运会，我拿了铜牌，希望
能再往前一点，争取拿个银牌，甚至是
金牌。”夏志伟说，特别感谢家人朋友，
今年他被推选为富阳区十大道德模范
候选人，家人朋友都纷纷在朋友圈为他
“吆喝”，帮他点赞，这让他很感动。
“我
对荣誉看得比较淡，但我非常想用自己
的好成绩去感谢一直支持、关心和帮助
我的人。”
从 2009 年接触铅球运动至今，夏
志伟在国际、国内各大运动赛事中为中
国、为富阳争得了许许多多荣誉，但他
一直都有烦恼和困惑。夏志伟说，投掷
运动员的巅峰年龄一般在 30 岁至 35 岁
期间，他的年龄在不断上涨，如果哪一
天不能参赛了，他无法想象自己的生活
会如何。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李锡兵 夏静
铭）2017 年，区妇保院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建立了医联体合作共建关系，远程会诊系
统是合作项目之一。经过两家单位共同努力，
今年 10 月初，
远程会诊系统建成并投入使用。
李明（化名）的儿子刚出生不久，还没感受
到初为人父的喜悦，他便被儿子皮肤发黄而惊
出一身汗。在区妇保院新生儿科住院治疗期
间，李明的儿子病情极不稳定，很可能会出现败
血症及感染性休克，
急需上级专家会诊。
刚巧，远程会诊系统已投入使用，10 月 9
日，患者通过该系统得到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儿童医院新生儿专家团队的集体会诊，很快给
出了治疗方案并立即实施。目前，该患儿症状
及时得到控制，
病情已趋于稳定并好转。
李明感慨道：
“要不是远程会诊，估计我的
宝宝又要转院去杭州治疗。太感谢两家医院做
出的努力，
极大地方便了富阳老百姓。”
区妇保院相关负责人表示，以远程会诊为
主要形式内容的‘互联网+医疗’合作模式可以
让富阳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上海大医院
同质化、高端化的医疗保健服务，对加快医院特
色专科及服务品牌打造，保障富阳妇幼健康有
着重要意义。今后，医院还将加大这方面的投
入和合作力度，真正实现“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医联体合作共建的目标，促进医院服务高质量
发展。

公益创投项目评审会召开

夏志伟（右）
“我现在就是一心为比赛参加训
练，但我没有正式的工作，也没有社保，
只能凭借着比赛的奖金过生活，而这些
都成了我现在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夏

志伟说，他也希望能和普通人一样有一
份可以维持生计的工作，即使有一天不
能参加比赛了，也能自食其力，过自己
的生活。

本报讯（记者 张柳静 通讯员 叶飞）近日，
杭
州市富阳区 2018 年度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评
审会举行，
26个项目参评社会组织负责人参会。
2018 年度富阳区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目
工作于今年 4 月启动，经过需求征集、项目申
报、前期初步筛选，共有 26 个项目进入评审阶
段。评审会上，各项目负责人结合 PPT 演示对
项目项目的实施创新性、项目团队执行力、项目
实施计划、项目经费预算等方面作汇报阐述。
评审专家综合项目申报书、申报项目现场陈述，
根据项目的社区需求、项目设计、团队能力等因
素，有针对性提出项目优化意见，并进行现场打
分、当场亮分。
最终根据现场评审结果，18 个项目入围
“杭州市富阳区 2018 年度社会组织公益创投项
目”，进入公示阶段，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将下
拨部分补助资金，
及时组织实施项目。

区档案局

审定工作全部结束
今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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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继续
“补货”近三天早晨有点冷
起早出门的朋友，厚一点的外套可以穿上了

本报讯（记者 胡红吉）
“凉席藏
起来，棉被准备好，秋裤也该从箱底
翻 出 来 了 ！”这 两 天 的 微 信 朋 友 圈
里，富阳人开始忙着“晒秋”。在冷
空气的推进下，今年秋季的进程一
路顺利，接下来将逐渐进入金秋的
最佳时段。
昨天，冷空气主体一路南下，虽
然雨水慢慢撤离，天况转好，但富阳
城区的气温爬升“吃力”，最高也不
过 20℃。
据中央气象台分析，这轮降温将
让秋季的界线南压至福州、广州一
线，华南地区持续半年的“超长待机”
夏天即将结束。中央气象台专家说，
本轮冷空气是东北冷涡后部甩下的
冷空气，与国庆假期的冷空气过程是
相连的。前一轮冷空气已经使气温
整体下降，本轮补充的冷空气带来的
降温幅度不大，但会让秋冬寒凉一下

在 10℃或以下，借用网络流传的《秋
裤赋》：
“ 一场秋雨来，十三四五度。
若不穿秋裤，后果请自负。”尤其是起
早出门的朋友，可以把深秋时节的厚
外套拿出来穿了。
让人高兴的是，未来几天，富阳
的最高气温保持在 20—23℃，白天有
阳光相伴，人体感觉舒适温暖，大家
不妨在午后出门活动一下。同时，秋
季干燥，人体容易上火，注意及时补
水，
可以多吃些润燥食品。

富阳城区空气质量预报（10 月 11 日）

农家晒笼忙（天气拍客 孙军欢摄）
明显起来。
预计今天起富阳转为多云天气，
并一直持续到 10 月 14 日（周日）。其

中，今天还有弱冷空气来补充，明天
早晨的最低气温很可能出现近期新
低，城区降至 11℃，各个乡镇（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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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各类人群可正常活动
富阳区环保局和富阳区气象局
2018 年 10 月 10 日 16 时发布

本报讯（记者 陈凌 通讯员 李华丽）近日，
随着最后一家单位申领行政权力事项归档范围
和保管期限表审定通知书成功，标志着区档案
局自 5 月启动的审定工作全部结束。
本次审定工作内容为各单位行政权力事项
的归档范围和保管期限制定（行政许可、行政强
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裁决、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和其他行政类事项共 8 类行政事项，
公共服务事项和行政处罚除外），共涉及 32 家
单位 1620 条事项，除财政局因机构改革申请延
迟报送外，
共审定 31 家单位 1526 条事项。

每月 5 日义务理发日

志愿者跟患者的一场约定
本报讯（记者 周晓露 通讯员 俞国平）每月
5 日是富阳区涌爱志愿服务队为区第三人民医
院住院患者义务理发的日子，10 月 5 日 8 名志
愿者如约而至。这一善举，区涌爱志愿服务队
已经坚持了三年，至今已上门服务 40 多次，累
计义务理发 6000 多人次。
涌爱志愿服务队负责人刘建立说，区三院
的住院患者往往失智失能，志愿者除了爱心外，
还需要特别细心，像剃刀、剪刀等工具都不能随
便乱放。
“我们希望通过理发这一小小的行动，
给他们带去社会的关爱，帮助他们早日回到社
会中尽一点心力。”
据了解，区涌爱志愿服务队在富阳范围内
为多家医院、敬老院定了每月义务理发日，定时
上门服务。

